
广西籍男子黄某是一名长途汽车押车司机， 为节省单边
车费，他在坐高铁时，通过“买短乘长”的方式恶意逃票，尝到
甜头后还当作经验在微信群分享给同事朋友。6月9日，他再次
故伎重演时，被长铁警方当场查获，因涉嫌诈骗铁路票款被依
法行政拘留5日。

近期，“买短乘长”话题沸沸扬扬，本报也对此进行了详细
的报道解读（5月18日《“买短乘长” 小心加收票款， 还有拘
留》），可投机取巧的人仍不少。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喆 熊倩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
长沙市方尊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6364万元的债权本金及相
应利息等进行处置，项目贷款担保的方式为抵质押和保证
担保。

债权情况
该公司贷款本金 6364万元， 长沙市方尊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位于宁乡经济开发区东升路的香樟美地项目在
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其中在建工程住宅面积 34426.99
平方米、在建工程商业面积 6,140.65平方米作为抵押。 保
证人为长沙市方尊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周石林及其配
偶欧望军、方尊置业股东成正春及高建国。

欲了解抵押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2019 年 6 月 11 日， 公告有效期限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 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梁先生 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456442���0731-84414769�
传真：+86（0731）84495593�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鑫远国际大厦B座703�
邮政编码：410000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451992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 6月 1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关于
长沙市方尊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启民智
改变村民狭隘观念

52岁的欧三任是湖南省警察
学校的副教授，2018年3月初，他
被学院党组领导派遣到古丈县默
戎镇翁草村驻村扶贫。

工作刚开始，欧三任就碰到两
件难事。第一件事，他实施全村饮
用水改造，让全村喝上清洁的山泉
水。 自来水管铺设途经各家各户
时，不少村民反对水管经过自家门
口；第二件事，将水泥硬化路修到
村里，方便村民出行，也有村民坚
决反对， 不愿献出自己家的土地。
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村民要反对
呢？欧三任开始认识到，如果不改
变村民的思想观念，接下来的扶贫
工作举步维艰。于是，他迈出了“智
力扶贫”的第一步。

欧三任成立了“翁草村新时
代农民讲习所”， 除了亲自讲课
外， 还利用私交关系请来一些大
学教授来讲课。 从邻里关系如何
和睦相处、 互助奉献的社会美德
带来怎样的幸福感， 到翁草村未
来的发展蓝图等等， 村民们深受

启发。 翁草村幼儿园石红梅老师
告诉记者：“是欧教授慢慢改变了
大家。”

请专家
合理决策精准发力

随着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在
村里逐步落实到位，欧三任不辞辛
苦， 先后募集到500多万元社会资
金，结合政府的扶贫资金，开启了
翁草村“茶旅结合”的脱贫思路。引
进茶叶“白叶一号”品种，发展茶叶
产业，并利用凤凰至张家界“过境
游”的区位优势，和当地的苗族文
化打造“乡村旅游”。

在专家的指导下，目前，翁草
村拥有了近1000亩的“白叶一号”
茶叶，乡村旅游规划也在逐步落实
之中。

据了解，翁草村共214户844
人， 其中建档立卡户共76户317
人。目前，已脱贫39户171人。驻
村近一年半时间，能取得这么好
的脱贫成绩，欧三任及其率领的
驻村扶贫工作队念对了“智力扶
贫”经。

为省143元“买短乘长”，抠门男被拘5日
今年以来，长铁警方已查处13起 提醒：除了罚款拘留，还要被列入失信惩戒对象

A05城事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曾梓民 图编/言琼 美编/张元清 校对/黄蓉

扫
码
关
注
男
子
买

短
乘
长
被
拘
留

【受罚】
为省143元车票钱
男子“买短乘长”被拘

6月9日14时51分, 上海虹桥
开往长沙南的G577次列车到达汨
罗东站,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在出
站口对旅客车票例行查验时，发现
一中年男子神情慌张、 眼神躲闪，
讯问发现他所持车票并非本次列
车， 而是当日G279次岳阳东至汨
罗东的短程票。

男子姓黄，47岁,广西横县人,
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专职司机,经常
需押车往返合肥至汨罗之间。为了
节省路费, 将汽车押送到合肥后,
再利用“买短乘长”的方式逃票乘
车返回汨罗。

当天，他从合肥南上车，乘坐
G577次列车回汨罗东，先花92元
购买了G577合肥南至麻城北的
车票进站,又花29.5元购买了另一
趟G279岳阳东至汨罗东的车票出
站。实际上，当次列车应买车票价
格为264.5元,其偷逃的麻城北至
岳阳东区间补票金额为143元。

黄某坦言， 用这种方法逃票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5月19
日他就曾用相同的方法逃票从
镇江到汨罗东， 并侥幸过关。尝
到“甜头”后的他，还沾沾自喜将
逃票方法在公司群和同事朋友
“分享”经验。

这次又抱有侥幸心理乘车，想
不到出站时被民警查获。

目前，黄某因涉嫌诈骗铁路票
款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

【法规】
除了罚款拘留
还要被列入失信惩戒对象

“买短乘长” 即买短乘车票，
越站乘车， 这种逃票行为不仅影
响铁路运营秩序， 也是一种违法
行为。据了解，因“买短乘长”致超
载， 湖南一列车曾被迫临时停运1
小时。

“加大打击力度， 主要以拘留
为主。” 记者从长沙铁路公安处了
解到，今年以来，他们已查处“买短
乘长”类似事件13起，轻者将被纳
入铁路失信人员名单，重者因诈骗
将被处以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
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前， 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
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决定是
否办理越站补票手续。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
定，在有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列车为
有需求的旅客办理越站补票，如果
列车没有运输能力，将停止办理越
站补票手续，并引导旅客按车票票
面标明的车次、区段、座号乘车，防
止出现严重超员情况，影响后续旅
客乘车。

同时，如果旅客没有按规定补
票强行越站乘车，到站后铁路部门
将加收已乘区间应补票价50%的
票款。

近日， 中国作协公示了2019
年度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名单，著名金融作家胡小平的长篇
小说《化解》榜上有名。此前，《化
解》 已是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
湖南日报、湖南省文联、湖南省作
协联合主办的“梦圆2020”主题征
文的签约作品，在今年4月，由湖南
省作协组织的获奖作品点评会上，
《化解》得到了名家的好评，认为是
当下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较强的
时代性、探索性、可读性的现实题
材的优秀长篇小说。

《化解》正文16章，共32万余
字， 以挂职村上的大学生村官、回
乡办企业的老板、 驻村扶贫的队
长，和村上的干部、能人、懒汉等的
多视角来观察、审视扶贫、脱贫这

一伟大事业，是一部扶贫事业的赞
歌。

胡小平，湖南省隆回县人，中
国作协会员、中国金融作协理事、
湖南省金融作协副主席， 毛泽东
文学院签约作家，已发表、出版作
品360多万字。出版散文集《血脉》
《客路匆匆》、长篇小说《催收》《蜕
变》 等9部。2008年获湖南省第四
届金融文学奖；中篇小说《两张假
钞》 获中国第二届金融文学一等
奖；长篇小说《催收》获中国第三
届金融文学长篇小说奖； 短篇小
说《信任》获中国金融作协征文一
等奖；散文《五年圆三梦》获《湖南
日报》、湖南省作协联合征文一等
奖。

■潘海涛 经济信息

用“智力扶贫”改变村民思维 请专家精准决策

欧教授让贫困村有了千亩茶园

刚刚过去的端午
节， 古丈县默戎镇翁
草村工作队队长欧三
任又没有回长沙陪妻
女过节， 而是一大早
驱车到县城接湖南师
范大学旅游学院伍蕾
教授返回翁草村。因
为翁草村要打造“乡
村旅游”，欧三任请来
专家设计、 规划旅游
景点， 连续三天的端
午假， 他都陪着伍蕾
教授设计扶贫点的旅
游蓝图。

■记者 黄海文
通讯员 粟冬梅

胡浩中 匡浩

胡小平长篇小说《化解》
获评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黄某在派出所内阐述经过。 通讯员 供图


